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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Yí  Piàn Hóngyè

一 片   红  叶
A Red Leaf

练习一

1. 朗读下列词语。

Read aloud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phrases.

从来不喝酒 从来不生气 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听说过

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礼物 唯一的一次

像一颗心 像一张地图 像宾馆 不像男人

说笑话 听笑话 笑话别人 怕别人笑话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舍不得离开 舍不得孩子

看上去很美 看上去很厉害 看上去不错 看上去像一只猫

2. 替换对话。

Substitution drills.

（1） A ：对不起，把你的新衣服弄脏了。

 B ：没关系。

你借给我的雨伞 丢

你的电脑 坏

你的照片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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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 国家？

 B ：这个问题可真把我问住了。

（3） A ：听说田中病了。

 B ：难怪她这两天没来上课。

练习二

1. 辨字组词。

Form words or phrases by us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摘 ____________ 捧 ____________

打 ____________ 换 ____________

推 ____________ 拍 ____________

接 ____________ 撞 ____________

2. 写出下面词语的反义词。

Write the antonyms of the words below.

好 ____________ 好看 ____________

好听 ____________ 好吃 ____________

好学 ____________ 好办 ____________

世界上 种 语言

这个城市 家 医院

你们学校 位 老师

要回国 这么忙

有男朋友 很晚才回来

找到工作了 这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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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词填空。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能  会

（1）你放心，我不 ________ 把你的红叶弄脏的。

（2）你别这么说，这么说她 ________ 生气的。

（3）我 ________ 问你一个问题吗？

（4）他家的电话号码？对不起，我不 ________ 告诉你。

（5）陈静今天感冒了，不 ________ 来上课了。

（6）已经 9 点半了，看来陈静今天不 ________ 来上课了。

4. 给括号里的词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Choose the correct place in each sentence for the given words.

（1） 请 A 你 B 的地址、C 姓名 D 写在这里。（把）

（2） 对不起，A 我刚才不 B 小心 C 你的书 D 弄脏了。（把）

（3）你放心，A 我 B 不会把 C 这件事告诉 D 老板的。（是）

（4）说实话，A 我 B 以前 C 没见过 D 这么小气的人。（从来）

（5）  今天 A 是陈静的生日，她那个小气的男朋友 B 送了 C 一片红叶 D

给她。（只）

5. 组词成句。

Make a sentence by placing the given words in the correct order.

例 ：一共  学生  有  我们班  20 个

 →我们班一共有 20 个学生。

（1）去过  一共  我  国家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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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共  生词  800 个  我  学过

（3）从来  把  他  朋友  当  我  不

（4）唯一  的  陈静  朋友  是  我  中国

（5）看上去  下雨  不会  可能  今天

6. 用“是……的”改写下面的句子。

Rephrase these sentences using the 是 … 的 pattern.

例 ：地址不能写错。→地址是不能写错的。

 狗很聪明。→狗是很聪明的。

（1）我不怕她们笑话。

（2）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忘。

（3）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当作生日礼物送人。

（4）总统很忙。

（5）北京的夏天很热。

（6）我从来不喝咖啡。

7. 用所给的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given words.

觉得 住 唯一 好看 下来 书签 只 把 像 象征

陈静是我在中国   1   的女性朋友。她很喜欢加拿大的枫叶。陈静说，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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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是加拿大的   2   ，所以中国人   3   加拿大称为枫叶之国。我   4   这个词很

有意思，就把它写了   5   。陈静还告诉我，北京的香山红叶也很   6   ，有

人用它当   7   。不过这种红叶和加拿大的枫叶不一样，香山红叶有点圆， 

   8   一颗心 ；加拿大的枫叶有很多角。陈静问我加拿大国旗上的枫叶有几个

角，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我

问陈静中国的国花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把她难   9   了。她想了很长时间才说，

中国的国花还没有确定，有好几种花的呼声很高，她   10   知道一种 ：牡丹

（mǔdān, peony）。

8. 用括号里的词或句式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with the words and patterns 

included in the brackets.

（1）She doesn’t look like a teacher.（像）

（2）I feel that lov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觉得）

（3）Chen Jing is ill. No wonder she hasn’t come to class today.（难怪）

（4）My air-conditioner is broken. Can you repair it?（把）

（5）I certainly wouldn’t like this kind of stingy person.（是……的）

（6）He has never treated me like his friend.（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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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三

1. 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正确的答案。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then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对话 A

（1）张小美今天怎么啦？

 A. 很高兴 B. 很生气 C. 很感动

（2）张小美的男朋友是谁？

 A. 江山 B. 马力          C. 杰克

（3）今天是谁的生日？

 A. 陈静          B. 张小美          C. 杰克

（4）张小美觉得杰克怎么样？

 A. 很小气        B. 很好           C. 很有钱

（5）杰克为什么送枫叶给张小美？

 A. 中国没有枫叶     

 B. 张小美喜欢枫叶       

 C. 杰克想用红叶表达爱情

对话 B

（1）小王的家在哪里？

 A. 市区      B. 郊区     C.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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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小王，下面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 特别爱钱

 B. 从来不去饭店大吃大喝

 C. 舍不得扔旧东西

（3）小王和女朋友认识多长时间了？

 A. 一年 B. 两年 C. 一年多

（4）为什么有人说小王太小气？

 A. 他从来不去饭店吃饭

 B. 他不花钱买东西送女朋友

 C. 他舍不得扔旧东西

（5） 下面哪一个不是小王的意思？

 A. 他没有钱，但是他有爱心。

 B. 爱情不是用钱能表达的。

 C. 有了爱情就有了钱。

2. 口语表达。

Oral practice.

（1）互相问答。你们国家的国花是什么？你住的城市有“市花”吗？

Ask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What is your 

country’s national flower? Is there a municipal flower in the city where you live?

（2）讨论 ：你觉得爱情能用钱表达吗？

Discuss: Talk about measuring love with money.

当代中文3（练习册修订版.indb   7 2014-10-16   14:29:29



8   

3.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红豆（dòu）生南国，春来发几枝（zhī）？愿（yuàn）君（jūn）多采（cǎi）

撷（xié），此（cǐ）物最相思。”这是中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王维写的一首诗。

意思是 ：红豆生长在南方，春天的时候才开始生长。因为它最能表达相思

之情，所以我希望你多采一些，送给你的朋友。

红豆是中国南方的一种树——红豆树的种子。因为它是鲜红色的，所

以叫红豆。红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象征着相思，所以红豆也叫相思豆，红

豆树也叫相思树。很多人喜欢用红豆表达对朋友、恋人的感情。

补充词语 ：

Supplementary words:

（1）红豆 h5ngd7u red bean; love pea

（2）诗  sh~ poem

（3）相思 xi`ngs~ lovesickness; yearning between lovers

（4）希望 x~w3ng hope, wish; to expect

（5）采  c2i to pick, to pluck

（6）种子 zh6ngzi seed

（7）古代 g^d3i ancient times; antiquity

（8）文化 w9nhu3 culture

（9）恋人 li3nr9n lover

（10）感情 g2nq!ng feelings,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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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

Decide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bove.

（1）南国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国家。 （  ）

（2）红豆叫相思豆，是因为它是相思树的种子。 （  ）

（3）红豆树的树叶也是鲜红色的。 （  ）

（4）可以把红豆当作生日礼物送给父母。 （  ）

（5）中国的北方没有红豆树。 （  ）

4. 写作。

Writing exercise.

写一段话，介绍一种你的国家最有名的东西。

Write a paragraph introducing something for which your country is f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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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

Paper Cutting

Paper cutting is a type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in China employing simple tools 

such as scissors and colored paper. Paper cutting is simple, and you can cut based 

on patterns or of your own volition. It is quite fun to cut paper because it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decorate your room but also be given to your friends as a gift.

Make the following paper cutout with the help of your teacher or the online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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